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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8%%，，我我国国上上半半年年GGDDPP增增速速超超预预期期
延续稳中向好态势，贸易顺差同比收窄近三成

GDP增速超预期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
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6 . 8%。分季
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
季度增长6.7%。记者注意到，上
半年GDP增速超过此前市场预
期，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6.7%-
6 . 9%的中高速区间。国家统计
局指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
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起步良好。

物价涨幅处于调控目标
之内。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上涨2 . 0%，涨幅比一
季度回落0 . 1个百分点，处于
年初制定的3%左右的调控目
标之内。

物价呈现温和上涨的态
势，这也说明整个市场供求基
本平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曹和平表示，中国经济上半
年给下半年开了一个好头，下
半年物价预计会稳步运行。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毛盛勇说，今年上半年，全国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元，实际增长6 . 6%，和
一季度持平，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按人均计算，快于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

此外，上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４３３１亿元，同
比增长１０．６％。财政收入实现
两位数增长，体现我国经济

“稳”的态势稳固。税费升降之

间，印证经济结构优化、降费
措施持续发力。财政部国库司
负责人娄洪预判，下半年财政
收入增速将有所放缓，但总的
看，财政收入运行将继续保持
平稳。

贸易顺差连续收窄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１４．１２万亿元，增长
７．９％；贸易顺差９０１３．２亿元，
同比收窄２６．７％。这是自２０１６
年第三季度起，我国贸易顺差
连续第８个季度呈现同比收窄
态势。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认为，贸易顺差连续收窄是
我国宏观经济变化的必然结
果。应该看到，我国外贸增长
动能呈现有序转换、提质增
效态势，部分装备制造产品
出口、优质消费品进口保持良
好增势。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4 . 8%，与上月持平，比
上年同月下降0 . 1个百分。毛
盛勇说，从就业来看，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三个月都
低于5%，5、6月份是4 . 8%，这
个水平是2016年国家统计局
建立全国劳动力月度调查制
度以来最低的水平。

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农
民工就业数量增加，就业形势
继续稳中向好，这得益于经济
平稳增长的有力支撑，也是就

业政策强力助推的结果。

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9609元，同比名义增长
8 . 8%，比一季度加快1 . 2个百
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 . 7%，加快1 . 3个百分点。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加快，这
得益于就业形势稳定，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消费也就有了更
多的“真金白银”。

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成
效。数据显示，经济结构继续
优化。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 . 5个百分
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4 . 3%，比上年同期提高0 . 3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3 . 9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 . 5%，高
于资本形成总额47 . 1个百分
点。绿色发展稳步推进。从节
能减排看，上半年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 . 2%。

“生产效率的改善，叠加
经济结构的优化，有望为下半
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
基础。”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
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上
半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8 . 7%，比规模
以上工业快2 . 0个百分点，这
表明随着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型，中国制造业高端化发
展正提速迈步。

据中新社、新华社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实习生 王颖

借此活动销售额大增
首日登记退款的不多

对家在莱州的小袁来说，
7月16日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
一天。6月份，正在装修新房的小
袁在莱州一家线下华帝专卖店
里购买了一套抽油烟机和炉具，
总价接近5000元。16日法国
队夺冠后，小袁联系了购买厨
具的华帝专卖店，店里回复只
要购买的产品符合退款套餐
型号，就给退款。

说到此次活动，还要追溯
到今年3月，华帝签约法国国家
足球队，成为其官方赞助商。5
月30日，华帝宣告“法国队夺
冠，华帝退全款”的口号，凡购
买华帝“冠军套餐”的消费者，
全额退款。“夺冠套餐”包含烟
灶、热水器、洗碗机三个品类，
售价在2499元-4799元不等。

此次活动对产品销售的带
动作用立竿见影。华帝股份称，
活动期间，线下渠道总零售额

预计约为7亿元以上，同比增长
20%左右；其中“退全款”指定
产品占7%，约为5000万元。线
上渠道总零售额预计约为3亿
元以上，同比增长30%以上；其
中“退全款”产品占9 . 67%，约
为2900万元。

1 6日，记者前往省城济
南苏宁、国美的华帝专柜。国
美专柜的导购称，现在已经有
顾客在微信上，咨询退款的相
关流程。

苏宁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华帝退全款”正处于前期
退款登记阶段。内部人士透
露，首日登记询问的消费者并
不多，“可能是世界杯倒时差
吧。”相关负责人表示，苏宁
已经启动华帝“冠军套餐”产
品的专属售后，保证消费者权
益得到良好维护。

线上线下退款总额
占销售额不足2%

16日凌晨，法国队夺冠之
后，天猫、京东华帝旗舰店也迅
速发出了退款攻略。

华帝退款条件需要同时满

足三条，包括订单付款时间、发
票开出时间和购买了官方授权
店铺的“夺冠套餐”。

根据华帝股份7月4日晚
间发布的公告，此次退款额涉
及7900万元。线下渠道的退
款责任由销售区域经销商承
担，需承担“夺冠退全款”指
定产品的进货成本和部分促
销费用，将低于5000万元。线
上渠道的退款责任则由公司
总部承担，费用将低于2900
万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线上
“退全款”退的并非现金，而是
返平台购物卡，等同于现金，无
门槛使用。这也就意味着，虽然
的确退还了这笔钱款，但依旧
只能继续购买平台上的商品。
对于平台来说，甚至还能继续
拉动一波购物潮。

很不凑巧的是，在活动期
间，华帝发生了经销商跑路的
事件。华帝京津地区的经销商
王伟因库存积压、资金链断
裂，欠下大量债务跑路，其公
司资产被法院查封，华帝次日
股价跌停。

这次“经销商跑路事件”让

人们怀疑华帝的经销政策、收
入确认模式，跟合作伙伴的合
作及管理方式等等。尽管华帝
解释，王伟公司只是经销商，不
是子公司，也不存在公司为了
销售增长而要求客户压货的情
况。但此事一出，依然影响了华
帝的股价，同时也让消费者担
忧夸下海口的华帝能否兑现当
初的承诺。

实际上，根据华帝的公告，
2017年，华帝股份实现营业收
入57 . 31亿元，就算是加上经销
商承担的部分，共7900万元，只
占其销售额的不足2%，而事实
上华帝只承担线上销售部分的
退款，成本不会超过2900万元。

退款启动股价大涨
活动成本可谓“廉价”

对于华帝来说，7900万到
底是赔了还是赚了？其实16日，
华帝退款启动的消息一出，周
一A股早盘，华帝股份开盘大
涨7 . 19%。

此外，本届世界杯期间各
国企业投入的广告费用总计
达2 4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

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广告支
出最多，达到8 . 35亿美元，远
远高于东道主俄罗斯的6400
万美元。

赞助费用方面，2010年首
次冠名世界杯的中国光伏企
业——— 英利（当时是第二档赞
助商）总共花费了8000万美元；
本届世界杯的帝牌男装（第三
档赞助商）赞助费用为2000万
美元。而优酷、咪咕等与世界杯
相关的企业，花费也大都在10
亿元人民币以上。

除了华帝股份，长虹美
菱、万和电气和海信电器也在
本届世界杯期间顺势推出了
自己的营销活动。其中，长虹
美菱推出的是“比利时夺冠，
M鲜生免单”活动，万和电气
则成为阿根廷的赞助商，推出

“晋级就返现，金靴享五折，
夺冠返全款”活动。

相比较而言，华帝的“夺
冠退全款”活动实际上非常

“廉价”，仅凭一个打“擦边
球”的营销运动，却成为全面
关注的焦点。其话题营销的传
播效果，也不比在赛场边放广
告牌的效果差。

16日，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一系列指标尤为亮眼：GDP增速超预期；物价涨幅处于调
控目标之内；收入增速快于人均GDP增速；就业形势继续稳中向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加快；民
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回升；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退退款款变变成成退退卡卡，，华华帝帝赚赚足足人人气气又又耍耍心心眼眼
活动期间产品卖了10个亿，退款还让经销商“扛雷”

16日凌晨，随着法国队在俄罗斯世界杯夺冠的消息一同刷爆朋友圈的还有“华帝退全款”。此前华帝发出“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
款”的承诺，其官方微信也在法国队夺冠后立即发送了“退全款启动”的消息。面对着7900万元的“退款”，华帝是赚了还是赔了？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 . 8%。连续12个季度保持
在6 . 7%至6 . 9%的中高速区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实际增
长6 . 6%，显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同比名义
增长8 . 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8 . 5%，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３个月都低于
5%，是２０１６年国家统计局建立全国劳动力月度
调查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 . 12万亿元，增
长 7 . 9 % ；贸易顺差9 0 1 3 . 2 亿元，同比收窄
26 . 7%。连续第８个季度呈现同比收窄态势。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 . 8%，增速连续３个
月回升，比一季度加快3 . 0个百分点，显示实
体经济稳健运行的良好态势。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 . 0%，经济
增长压舱石作用继续巩固。

新设市场主体998 . 3万户、新设企业327 . 4
万户，同比增长均为12 . 5%；日均新设企业达
1 . 81万户，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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